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人員招募 

公開招考甄試試題 

應試類科 C04專員(財會類) 

應試科目 
11專業科目-會計學理論與實務、財務管理理論與實

務 

考試時間 60分鐘 

注意事項 

1. 本試卷共 6頁，採雙面印刷，請注意正、反面皆有試

題。  

2. 本試卷共 40題單選題，每題 2.5分，共100分。  

3. 每題有 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答

案，並須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答對者，

該題得2.5分；答錯、未作答或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

計分。  

4. 限使用2B黑色鉛筆畫記；更正時，應以橡皮擦擦拭，

切勿使用修正液（帶），未依規定畫記或汙損答案卡

等情事，致光學閱讀機無法辨認者，其責任自負，不

得提出異議。  

5. 可使用符合「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準」第一類

及第二類型號之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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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捷公司於2010年11月1日以148,000購買了一台機器。該機器的使用壽命估計

為10年，殘值為4,000元。中捷公司使用直線法計算折舊。2019年7月1日，該機

器的售價為  13,000。出售機器應認列的損失是多少？  

(A)4,000 (B)5,000 (C)10,200 (D)13,000 

2. 中捷公司以5,000元購買一台機器，且花了100元的運費運送至公司。該機器的

估計使用壽命為5年，在5年使用期間需花費125元產物保險。請教該機器的購

買成本為何？  

(A)5,000 (B)5,100 (C)5,125 (D)5,225 

3. 在年初，中捷公司發行了10,000股無面值普通股，每股發行價格為100美元。該

筆交易分錄應包含：  

(A)借記現金20,000   

(B)貸記普通股1,000,000   

(C)貸記現金1,000,000   

(D)借記普通股1,000,000 

4. 在現金流量表中，以下為與現金相關的交易事項，何者應分類為投資活動？  

(A)收到現金股利 (B)支付利息 (C)出售土地 (D)償還公司債  

5. 中捷公司向中一公司借100,000,000元，利率為8％，對中一公司而言，其利息

收入將分類為：  

(A)營運活動 (B)投資活動 (C)籌資活動 (D)不影響現金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6. 假設本期認列之保險費是5,000元，期初預付保險費為1,000以及期末預付保險

費是1,500元，請問本期因保險所支付之現金為何？  

(A)4,500 (B)5,000 (C)5,500 (D)6,500 

7. 以下哪個比率是衡量公司的獲利能力？  

(A)負債/權益 (B)銷貨收入/資產 (C)資產/權益 (D)淨利/銷售收入  

8. 艾利公司今年度之費用有薪資$60,000、水電費$360,000及廣告費用$15,000，收

入則有$600,000，則下列有關結帳之敘述何者有誤？  

(A)收入結清時產生貸方之本期損益  $600,000   

(B)費用結清時產生借方之本期損益  $435,000   

(C)本期損益為貸餘 $165,000   

(D)本期損益為借餘  $165,000 

9. 期初存貨少計$3,000，期末存貨多計$7,500，將使本期淨利：  

(A)多計$4,500 (B)少記$4,500 (C)多計$10,500 (D)少計$10,500 

10. 林肯公司於9月15日撥補零用金$300，當時有收據$252及現金$54。則零用金撥

補之分錄應為：  

(A)借記零用金$252      (B)貸記短金短溢$6   

(C)貸記現金$252         (D)貸記零用金$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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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俊宏公司X6年度採用平均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零售價法（傳統零售價法）估

計期末存貨。  

存貨資料如下：   

            成本   零售價  

期初存貨   $40,500  $92,000 

本期進貨  450,000  700,000 

進貨折扣   20,000       - 

進貨退出    25,000   50,000 

進貨運費   28,500       - 

淨加價                  48,000 

淨減價                  30,000 

本期銷貨               650,000 

銷貨退回                50,000 

(A)成本率65%；期末存貨成本$89,500   

(B)成本率55%；期末存貨成本$49,500   

(C)成本率60%；期末存貨成本$96,000   

(D)成本率45%；期末存貨成本$96,000 

12. 若有一存貨的重置成本為$950，售價$1,100，銷售費用$100，正常毛利$70，請

問該存貨的淨變現價值為何？  

(A)$1,000 (B)$1,020 (C)$1,170 (D)$1,070 

13. 假設Becca公司×1年至×3年的淨利都是$200,000，若×1年底存貨低估$10,000，×

2年底存貨高估$10,000，×3年底存貨高估$20,000，請問Becca公司×1年至×3年

正確的淨利應為：  

(A)$200,000，$190,000，$200,000   

(B)$210,000，$180,000，$180,000   

(C)$190,000，$220,000，$210,000   

(D)$210,000，$180,000，$190,000 

14. 若布蘭達公司全部之存貨因火災而損毀，會計制度為曆年制，平均毛利率為

36%，與進貨相關之資料如下，  

期初存貨   $  60,000 

進貨            667,800 

進貨退出      25,100 

進貨運費      30,000 

銷貨            650,000 

銷貨退回       3,600 

試問存貨之損失金額為多少? 

(A)$319,004 (B)$499,996 (C)$289,004 (D)$469,996 

15. 採永續盤存制的公司，在現銷時應作之分錄為：  

(A)借：銷貨收入；貸：現金    

(B)借：銷貨收入；貸：現金；借：銷貨成本；貸：存貨    

(C)借：現金；貸：銷貨收入；借：銷貨成本；貸：存貨    

(D)借：現金；貸：銷貨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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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澎湖公司之總資產周轉率為3.5、淨利率為5%，此二項比率之產業平均值分別

為2.0及7%，則該公司之總資產報酬率：  

(A)較產業平均值低    

(B)較產業平均值高    

(C)無法與產業平均值比較    

(D)以上皆非  

17. Petra公司之會計人員於X7年12月31日準備做調整分錄，做調整分錄前預付保險

費帳上餘額$56,000，X7年耗用  $16,000，則下列有關調整分錄之敘述何者正

確？  

(A)借方保險費用$16,000   

(B)貸方預付保險費$16,000   

(C)調整後之預付保險費餘額$40,000   

(D)以上皆對  

18. 若甲公司將支付薪資費用$4,000入帳借記薪資費用$400、貸記現金$400，則將

使：  

(A)現金低估$3,600   

(B)薪資費用高估$3,600   

(C)現金高估$4,400   

(D)薪資費用低估$3,600 

19. 誌明公司帳載現金餘額為$9,000，已知第120號支票之面額為$11,600，帳上卻

錯誤記錄為$17,000，又銀行代收票據一紙$3,000，公司尚未入帳，則正確的現

金餘額應為：  

(A)$17,400 (B)$11,400 (C)$6,600 (D)$600 

20. 露露公司X9年7月底某銀行存款帳戶有關資料如下：7月底銀行對帳單餘額

$58,000；未兌現支票$24,000；銀行代收票據$4,800；公司尚未入帳已送存銀行

之現金$6,200，銀行未及入帳；客戶乙公司所開支票$3,600，存款不足退票；

銀行手續費$600，公司尚未入帳。則有關甲公司X9年7月底該銀行存款帳戶之

銀行調節表中的下列餘額何者正確？  

(A)調節後銀行存款正確餘額$40,200   

(B)調節後銀行存款正確餘額$36,600   

(C)調節後公司帳面餘額$43,800   

(D)調節前公司帳面餘額$42,600 

21. 公司財務管理所追求的目標為：  

(A)公司股東財富極大化      

(B)公司管理者財富極大化    

(C)公司利潤極大化          

(D)公司每股盈餘極大化  

22. 忠孝公司與仁愛公司相比較，營業槓桿度比為1.5：1，財務槓桿度比為2：

2.5，當兩公司銷貨量變動幅度一樣，則忠孝公司每股盈餘變動幅度：  

(A)較高 (B)較小 (C) 與仁愛公司一樣 (D)無法與仁愛公司比較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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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存貨週轉率愈低，則：  

(A)速動比率愈高  

(B)毛利率愈高  

(C)有過時存貨的機會愈大  

(D)缺貨的風險愈高  

24. 下列何者係在分析企業資產使用之效率？  

(A)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平均資產總額    

(B)銷貨收入淨額 /平均資產總額    

(C)權益/平均資產總額    

(D)流動資產/平均資產總額  

25. 下列何種變化可能會提高投資方案的淨現值？  

(A)提高公司的資金成本    

(B)淨營運資金的需求減少    

(C)投資方案的總現金流入不變但方案期限拉長    

(D)增加投資方案的評估費用  

26. 於評估投資方案時，若執行期間各期的營運現金流量為正，當折現率下降時：  

(A)內部報酬率提高且淨現值增加    

(B)內部報酬率降低且淨現值下降    

(C)內部報酬率不變但淨現值增加    

(D)內部報酬率不變但淨現值下降  

27. 公司在需要資金時，依融資順位理論，會採用下列何種融資的優先順序？向

銀行借款保留盈餘(自有資金)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A) (B) (C) (D) 

28. 下列哪項融資組合政策的財務風險為最低？  

(A)資金來源與用途相配合    

(B)長期資金融資小於長期資金需求    

(C)長期資金融資大於長期資金需求    

(D)長期資金融資等於固定資產資金需求  

29. 下列關於債券的敘述何者為錯誤？  

(A)短期債券的利率風險高於長期債券的利率風險    

(B)債券價格與殖利率成反向關係    

(C)債券距到期日愈遠，其價格隨市場利率變動的敏感性愈大    

(D)永續債券沒有固定到期日  

30. 經理人偏好使用內部盈餘進行融資的原因為：  

(A)可避免資本市場的法律限制    

(B)發行新股的成本較高    

(C)投資人視發行新股的宣告為壞消息    

(D)以上皆是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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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列關於現金轉換循環的敘述，何者為真？  

(A)現金轉換循環衡量企業銷貨至收現的期間    

(B)增加存貨轉換期間，可縮短現金轉換循環的期間    

(C)降低應收帳款收帳期間，有助縮短現金轉換循環的期間    

(D)以上皆是  

32. 公司帳上存款餘額與銀行帳簿中公司存款餘額之間的差額，稱為：  

(A)現金差額 (B)浮流量 (C)營運資金 (D)淨營運資金  

33. 下述債券的殖利率皆為10%，且均為半年付息一次，何者的存續期間最長？  

(A)票面利率6%之八年期債券    

(B)票面利率10%之八年期債券    

(C)票面利率6%之十年期債券    

(D)票面利率12%之十年期債券  

34. 西風公司現有A公司之股票選擇權，其履約價格為 $80及買權市價 (權利

金 )為 $6，若買權到期日A公司股票每股價格為 $94，則該買權的履約價值

為：  

(A)$14 (B)$8 (C)$6 (D)無法決定  

35. 宜蘭公司對下一年度估計，在經濟景氣繁榮、一般及蕭條的情況下，其

報酬率分別為 15%、 9%及 ‒4%，且發生的機率分別為 40%、 40%及 20%，

則該公司下一年度的期望報酬率為：  

(A)7.2% (B)7.6% (C)8.4% (D)8.8% 

36. 高雄公司之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為 12%，若該公司之權益資金成本為 15%，

所得稅率為 25%，負債權益比率為 2： 4，則該公司舉債之利率為：  

(A)12% (B)8% (C)10.8% (D)9.6% 

37. 屏東公司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為 14%，目前有閒置資金 2,400萬，該公司

未來有 3項可能的投資，其金額分別為 600萬 (內部報酬率為 16%)、 1,000萬

(內部報酬率為 15%)、 400萬 (內部報酬率為 12%)。依據剩餘股利政策，則

屏東公司將發放多少股利？  

(A)400萬 (B)800萬 (C)600萬 (D)1,000萬  

38. 嘉義公司的資本結構為 40%負債、 60%權益，其預期下一年度之淨利為

$3,000,000，預計有 $5,000,000之新投資方案，且維持 80%的股利發放

率。則該公司須增資發行多少普通股，以執行預定的投資方案並維持目

前的資本結構？  

(A) $2,400,000 (B)$2,000,000 (C)$1,200,000 (D)$1,000,000 

39. 信義公司於107年度之銷貨收入為$1,000,000，淨利為$90,000，總資產周轉率為

1.2，存貨周轉天數為60天，負債比率為40%，則該公司於107年度之股東權益

報酬率為何？  

(A)4.32% (B)10.8% (C)15.12% (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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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和平公司取得一新機器，購買價格為$400,000，機器的安裝費用為$30,000，且

使用新機器將會增加存貨投資$10,000。該公司原使用機器處分價值為

$100,000，可做為補貼新機器購買的支出，此舊機器的帳面價值為$60,000。若

和平公司所得稅率為25%，資金成本為15%，則取得此機器的原始淨投資額為

何？  

(A)$440,000 (B)$350,000 (C)$340,000 (D)$300,000 

 

 

 

 

 

 

 

 

 

 

 

 

 

 

 

 

 

 

 

 

 

 

 

 

 

 

 

 

 

 

 

 

 

 

 

 

 

 

【本試卷到此結束】  



 

 

試題  答案  試題  答案  

1 C 21 A 

2 B 22 A 

3 B 23 C 

4 C 24 B 

5 A 25 B 

6 C 26 C 

7 D 27 C 

8 D 28 C 

9 C 29 A 

10 B 30 D 

11 C 31 C 

12 A 32 B 

13 D 33 C 

14 A 34 A 

15 C 35 D 

16 B 36 B 

17 D 37 B 

18 D 38 A 

19 A 39 D 

20 A 40 B 

 


